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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13200577 广播电视编导专业 内蒙古 白娜 女 土默特中学 242.2 240.1
1713201737 广播电视编导专业 辽宁 曹鸿婷 女 辽宁师范大学附属高中 249 240.1
1713200407 广播电视编导专业 海南 陈文琪 女 海口中学 240.3 240.1
1713200447 广播电视编导专业 河北 崔佳璇 女 石家庄市第二中学 247.7 240.1
1713200357 广播电视编导专业 安徽 戴梦晨 女 安徽省芜湖市田家炳实验中学 252.8 240.1
1713200894 广播电视编导专业 辽宁 丁雨辰 女 大连开发区第八高级中学 245.5 240.1
1713200549 广播电视编导专业 河北 董乐 女 石家庄市第二十二中 247.7 240.1
1713200010 广播电视编导专业 湖南 方婧琳 女 湖南省常德市第一中学 243 240.1
1713200344 广播电视编导专业 山东 房睿 女 梁山一中 244.8 240.1
1713200313 广播电视编导专业 山东 傅姝芃 女 济南外国语学校高中部 247.2 240.1
1713200209 广播电视编导专业 河北 韩房迪雅 女 邯郸市第一中学 241.7 240.1
1713200458 广播电视编导专业 天津 何欣毅 女 天津市武清区杨村第四中学 249.7 240.1
1713200967 广播电视编导专业 辽宁 贺琬予 女 大连市开发区第八高级中学 241.5 240.1
1713200171 广播电视编导专业 河北 侯潞晨 女 武邑宏达学校 242.7 240.1
1713200001 广播电视编导专业 福建 黄茜 女 漳州龙文中学 240.8 240.1
1713201000 广播电视编导专业 吉林 黄天琪 女 吉林省实验中学 248 240.1
1713200940 广播电视编导专业 吉林 吉佳星 女 吉林省实验中学 249.6 240.1
1713201762 广播电视编导专业 辽宁 姜润豪 男 大连市第二十四中学 247 240.1
1713201383 广播电视编导专业 吉林 姜雪 女 通化县第七中学 241.3 240.1
1713200755 广播电视编导专业 黑龙江 姜艺童 女 哈尔滨工业大学附属中学高中部 242.9 240.1
1713200057 广播电视编导专业 河北 金宇恒 男 保定一中 246.6 240.1
1713200265 广播电视编导专业 河北 康凯 男 保定市第三中学 240.7 240.1
1713201501 广播电视编导专业 吉林 兰雅婷 女 长春吉大附中实验学校 244 240.1
1713200874 广播电视编导专业 黑龙江 蓝妙蕊 女 哈尔滨市第九中学 252.3 240.1
1713200720 广播电视编导专业 辽宁 李佳蓉 女 辽宁省大连市开发区第八高级中学 240.5 240.1
1713200347 广播电视编导专业 山东 李静月 女 章丘中学 241.7 240.1
1713200392 广播电视编导专业 广东 李立雄 男 顺德罗定邦中学 246.5 240.1
1713200187 广播电视编导专业 河北 李孟洋 女 保定三中 245.1 240.1
1713200609 广播电视编导专业 辽宁 李名扬 女 辽宁省大连市金州新区第八高级中学 245.7 240.1
1713200152 广播电视编导专业 山东 李明皓 男 章丘第四中学 247.8 240.1
1713200426 广播电视编导专业 河南 李若琳 女 郑州市实验高级中学 242.8 240.1
1713201709 广播电视编导专业 辽宁 李仕博 男 大连市金州高级中学 241.6 240.1
1713201726 广播电视编导专业 辽宁 李舒羽 女 大连市铁路中学 243.8 240.1
1713201103 广播电视编导专业 吉林 李昕珩 女 东北师大附中自由校区 246 240.1
1713200941 广播电视编导专业 吉林 李雪柔 女 长春市第二实验中学 247.5 240.1
1713201009 广播电视编导专业 辽宁 李璎月 女 营口开发区第一高级中学 250.3 240.1
1713200569 广播电视编导专业 河北 李振京 男 河北省廊坊市第一中学 242 240.1
1713200502 广播电视编导专业 山东 梁书欣 女 青岛市第十七中学 244.7 240.1
1713200003 广播电视编导专业 湖南 刘碧萝 女 常德市第一中学 244.7 240.1
1713200603 广播电视编导专业 吉林 刘晨义 女 长春市第七中学 252.7 240.1
1713201005 广播电视编导专业 吉林 刘华祺 女 长春市养正高级中学 241.4 240.1
1713200056 广播电视编导专业 山东 刘珂名 女 山东省昌邑市文山中学 243.3 240.1
1713200754 广播电视编导专业 黑龙江 刘璐 女 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实验中学 246.3 240.1
1713201574 广播电视编导专业 辽宁 刘斯恒 女 辽宁省阜新市实验中学 245.7 240.1
1713200065 广播电视编导专业 河北 刘笑寒 女 定兴中学 240.1 240.1
1713200715 广播电视编导专业 辽宁 刘雪宁 女 大连市开发区第八高级中学 240.5 240.1
1713200376 广播电视编导专业 山东 刘雪文 女 山东省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242.3 240.1
1713200409 广播电视编导专业 山东 刘雨霏 女 济宁育才中学 240.5 240.1
1713201710 广播电视编导专业 辽宁 刘雨宁 女 沈阳市第十一中学 241.1 240.1
1713200298 广播电视编导专业 内蒙古 刘子怡 女 赤峰四中 241.7 240.1
1713200102 广播电视编导专业 广东 卢汉博 女 深圳高级中学 259 240.1
1713200746 广播电视编导专业 辽宁 芦林怡 女 沈阳市绿岛学校 243.4 240.1
1713200198 广播电视编导专业 山东 鲁威龙 男 济宁育才中学 246.3 240.1
1713200916 广播电视编导专业 黑龙江 鲁译聪 女 哈尔滨第六中学 241.2 240.1
1713200255 广播电视编导专业 山西 罗子盈 女 山西省太原市成成中学 241.3 240.1
1713200606 广播电视编导专业 吉林 骆金鹤 女 吉林省四平市第一高级中学 242.3 240.1
1713200231 广播电视编导专业 河北 马欣悦 女 河北省邯郸市第一中学 251 240.1
1713200906 广播电视编导专业 黑龙江 马宇航 女 伊春市二中 248 240.1
1713200087 广播电视编导专业 江苏 马雨慧 女 江苏省天一中学 240.2 240.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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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13200473 广播电视编导专业 河南 潘潭 女 河南省虞城县高级中学 246.2 240.1
1713201286 广播电视编导专业 吉林 裴紫均 女 长春市实验中学 243 240.1
1713201132 广播电视编导专业 吉林 齐根姜源 女 长春市第二实验学校 251.6 240.1
1713200284 广播电视编导专业 山西 齐国鉴 男 山西知达实验学校 256 240.1
1713200747 广播电视编导专业 吉林 强迺煜 女 四平市第一高级中学 241 240.1
1713200503 广播电视编导专业 河南 秦翔宇 男 商丘市第一高级中学 246.1 240.1
1713200920 广播电视编导专业 吉林 曲家琪 女 长春市十一高中 241 240.1
1713200530 广播电视编导专业 湖南 全伊兰 女 湖南省怀化市沅陵县第一中学 241 240.1
1713200154 广播电视编导专业 山东 沙心怡 女 山东省济南市章丘第四中学 240.8 240.1
1713201118 广播电视编导专业 辽宁 尚晓琦 女 沈阳市第十中学 243.3 240.1
1713200978 广播电视编导专业 吉林 苏芊芊 女 吉林省实验中学 263 240.1
1713200070 广播电视编导专业 内蒙古 孙可 女 内蒙古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246.2 240.1
1713201773 广播电视编导专业 吉林 田博闻 男 长春外国语学校 240.7 240.1
1713200674 广播电视编导专业 黑龙江 田雨鑫 女 平房区二十四中 247.6 240.1
1713201366 广播电视编导专业 吉林 汪禹丞 男 吉林三中 241.3 240.1
1713201462 广播电视编导专业 吉林 王诺 女 长春市二实验中学 245.1 240.1
1713200994 广播电视编导专业 黑龙江 王若瑾 女 哈尔滨市阿城区龙涤中学 261.6 240.1
1713200358 广播电视编导专业 河北 王婷婷 女 张家口市高新区第一中学 240.1 240.1
1713201548 广播电视编导专业 吉林 王婉莹 女 宁江区实验高中 244 240.1
1713200156 广播电视编导专业 山东 王文音 女 山东省济南市章丘第四中学 247 240.1
1713200115 广播电视编导专业 山东 王辛珂 女 济宁市实验中学 242.3 240.1
1713200933 广播电视编导专业 吉林 王宇坤 男 长春市二实验中学 248.8 240.1
1713200080 广播电视编导专业 内蒙古 王泽 女 满洲里市第一中学 242.6 240.1
1713200857 广播电视编导专业 黑龙江 王者 女 北安市第一中学 254 240.1
1713200888 广播电视编导专业 吉林 魏之琳 女 长春日章学园高中 242 240.1
1713200081 广播电视编导专业 山东 魏洲洋 男 广饶一中 244 240.1
1713200083 广播电视编导专业 内蒙古 邬晓伟 女 包钢一中 240.4 240.1
1713200354 广播电视编导专业 福建 吴沁恬 女 厦门外国语学校 247.5 240.1
1713200169 广播电视编导专业 陕西 吴若桐 女 陕西省西安市西北工业大学附属中学 244.8 240.1
1713201085 广播电视编导专业 黑龙江 吴昔 女 大庆市实验中学 244.3 240.1
1713200280 广播电视编导专业 内蒙古 武凌霄 女 内蒙古赤峰市实验中学 252 240.1
1713200486 广播电视编导专业 安徽 熊臻翌 女 芜湖第一中学 262.3 240.1
1713200957 广播电视编导专业 辽宁 徐滋遥 女 辽宁省大连市第四十八中学 243.5 240.1
1713200478 广播电视编导专业 河北 许可 女 保定市第一中学 240.7 240.1
1713200268 广播电视编导专业 山东 郇亚倩 女 青州第二中学 241 240.1
1713200356 广播电视编导专业 山东 杨家兵 男 临沂市第十八中学 241.8 240.1
1713201562 广播电视编导专业 吉林 杨森淼 男 吉林省吉林市第十三中学校 240.1 240.1
1713200382 广播电视编导专业 河北 杨天怡 女 保定市第三中学 245.3 240.1
1713200618 广播电视编导专业 辽宁 于涵露 女 营口市高级中学 246.1 240.1
1713200881 广播电视编导专业 辽宁 于新阳 女 大连市金州高级中学 245.7 240.1
1713200206 广播电视编导专业 山东 俞嘉乐 女 山东省泰安第一中学 248.5 240.1
1713200580 广播电视编导专业 山东 张爱丽 女 章丘市第五中学 241.5 240.1
1713201642 广播电视编导专业 辽宁 张寒菲 女 锦州中学 246.3 240.1
1713200167 广播电视编导专业 内蒙古 张红玉 女 内蒙古呼伦贝尔扎兰屯市第一中学 249.5 240.1
1713200461 广播电视编导专业 内蒙古 张塔娜 女 石家庄市第九中学 244.6 240.1
1713200903 广播电视编导专业 黑龙江 张溪伦 女 哈尔滨市第一二二中学校 246.7 240.1
1713200951 广播电视编导专业 黑龙江 张艺琼 女 大庆市第三十五中学 247.2 240.1
1713200688 广播电视编导专业 黑龙江 张宇琦 女 哈市122中学 240.7 240.1
1713200076 广播电视编导专业 内蒙古 张圳 女 呼和浩特市第一中学 241.7 240.1
1713201532 广播电视编导专业 辽宁 赵婧一 女 鞍山市第一中学 247.4 240.1
1713200089 广播电视编导专业 河北 赵欣悦 女 秦皇岛市第一中学 255.6 240.1
1713201093 广播电视编导专业 吉林 赵芸一 女 吉林省白城市第一中学 256 240.1
1713200595 广播电视编导专业 安徽 郑鑫志 男 滁州市第四中学 240.3 240.1
1713200753 广播电视编导专业 黑龙江 郑影 女 阿城区第一中学 242 240.1
1713200027 广播电视编导专业 内蒙古 郑玥 女 内蒙古赤峰市第四中学 268 240.1
1713200776 广播电视编导专业 黑龙江 周桐羽 女 黑龙江省佳木斯市第二中学 244.5 240.1
1713200656 广播电视编导专业 黑龙江 周岳柏 女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巴彦县第三高级中学 242.6 240.1
1713200082 广播电视编导专业 河北 朱玉洁 女 保定一中 252 240.1
1713200751 广播电视编导专业 吉林 邹金洋 男 吉林毓文中学 248.2 240.1

第 2 页，共 3 页



准考证号 专业 省份 姓名 性别 所在中学(单位) 校考成绩 合格标准

吉林大学2017年广播电视编导专业考试合格考生名单(公示)

1713201165 广播电视编导专业 吉林 左诗齐 女 梅河口市第五中学 243.1 240.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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